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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以來最大鬆綁動作

台開放25項陸成衣產品進口

王月蘭遺囑 遭侄孫質疑真偽

驅趕哺乳媽媽 台北故宮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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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傳聞後首出庭 扁應答如常

台灣經濟部日前召開跨部門的「大陸物品輸入審
查委員會」，邀請相關部門及行業公會討論

後，決議大幅解除棉製女用或女童用洋裝、人造纖
維製女用或女童用洋裝、針織或 織、人造纖維製
男用或男童用內褲、棉製女用便服、浴袍、晨衣等
24項成衣服飾類產品，及1項栽培蘭花用的水苔等產
品的進口禁令，同意開放進口。
據指出，服飾成衣屬勞力密集產業，在過去兩岸

ECFA早收清單談判乃至目前進行的後續貨品貿易協
議談判中，台灣方面都一直將成衣服飾類產品視為
易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傳統艱困產業，經濟部推出
「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將成衣服飾
類產業納入加強輔導項目，10年內投入952億元新台
幣展開輔導救濟。
經貿官員指出，這次開放項目雖不乏屬於當初認

為是易受自由化衝擊的勞力密集產業，但經相關部
門評估及與會各業界公會的溝通討論，認為這些產
品開放對島內產業影響有限，因此同意開放。
不過，棉製長褲等織襪產品則由於台灣區織襪公

會強烈反對開放，維持禁止進口規定。此外，棉製
男用或男童用大衣、雨衣、駕車外套、披肩、斗篷
以及類似品，19日也未通過鬆綁。

尚有5千餘項產品待談判
目前台灣對大陸物品進口仍採負面表列，由經濟

部在1988年8月召集跨部會成立的「大陸物品輸入審
查委員會」，每2個月召開1次審查會，針對產業變化

及業界需求，討論開放項目。自2009年6月兩岸正式
簽署ECFA後，為配合後續ECFA貨品貿易談判，還
有5000多項產品要納入談判，因此，審查委員會通
過開放的項目並不多，這次鬆綁是最大動作的一
次，備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臻瑜 廈門

報道）台灣富邦金

控董事長蔡明忠(見

圖)20日在廈門炮轟

兩岸金融互信「倒

退」。在廈門大學舉

辦的「富邦海西大

講堂」上，他稱，雖然兩岸金融監管看似放

寬，「但實際金融互信比MOU簽訂之前更

差」。目前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僅限於現鈔的收

兌，還無法進行人民幣存還款業務，難以完

全滿足實際需求。

但他透露，眾所期待的兩岸貨幣「直航」

未來1至2個月內或能實現，屆時可通過創建

亞洲籌資中心和人民幣離岸市場，形成更密

切的互動合作，並開啟更多元的投資標的和

籌資渠道，並建立起兩岸三地共同的資本市

場。

記者了解到，僅7月份大陸就先後有2家銀

行，即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成功在台北設立

分行。而台灣方面，在大陸政府開放金融機

構設點後，也有6家台灣銀行登陸。不過，蔡

明忠毫不避諱地表示，目前登陸的6家台灣銀

行目前只能從事美金業務，不能從事人民幣

業務。而台灣金管會對來台的大陸金融機構

給出了嚴苛的限制，使大陸方面也不願進一

步開放。「只要主管機關不放行，我們業者

畫的大餅就都是妄想」。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灣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19日公告開放大陸棉製女用

襯衫、上衣、洋裝、短衫及其他紡織材料製

女用成衣服飾等25項產品進口。這是兩岸簽

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對大陸

貨品進口的最大一宗鬆綁動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在台北看守所
及台北監獄被囚1000多天、日前傳出曾三度
意圖輕生的陳水扁，20日首度公開露面，到
台灣高等法院出庭時，看似神情憔悴，下囚
車的時候還要由法警攙扶；但在法庭上則堅
持全程站立、應答如常，甚至反詰一審法庭
想置他於死地，以呼應有關其自殺的傳言，
不改律師雄辯本色。
台灣高等法院當天開庭審理陳水扁教唆偽

證案，扁被控於2006年7月間在官邸開會，
要求前「總統辦公室」主任林德訓等人，於
「機要費」案偵查期間做偽證。

當天在庭上，陳水扁應答如常，審判長雖
表示他可坐下陳述，但卻被陳水扁拒絕，原
因是他認為全程站 講比較有禮貌。陳水扁
在庭上仍強調「沒有教唆偽證」，且檢察官
指他透過報紙就可知道誰被傳喚並教唆如何
應付檢察官偵訊，純屬「臆測之詞」。
陳水扁並向法官抱怨，教唆偽證案是「機

要費」案的案外案，且是一審審理「機要費」

案的合議庭告發，想置他於死地；他反問
說，任何人像他這樣受羞辱、凌虐，能活得
下去嗎？能不想死嗎？「我能活到現在已經
不簡單了」。

綠營被指操作「自殺」議題
為爭取保外就醫，陳水扁已正式向台北監

獄申請到林口長庚醫院回診及作精神方面檢
查；民進黨及扁迷也以擔心「真的關出問題
來」為由，一再逼迫當局讓扁保外就醫，甚
至予以特赦。對此，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陳
水扁到底是否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監所自
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不因為受刑人的身份
而有不同。
輿論則指出，陳水扁曾向北監親口回答沒

有自殺念頭、也不曾自殺，並在日前發表的
文章中指出「英雄比氣長，我一定可以活
出去」，凡此都說明陳水扁沒有自戕意圖與
行為；相關人等應予以尊重，不必再繼續政
治操作此項議題。

據中通社20日電 今年是龍年，台
灣許多人搶 生龍寶寶。根據台灣「內
政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已有10萬7508
名「龍寶寶」報到，全年新生兒數量上
看23萬。剖腹產人數也寫下新紀錄，醫
界估計全年人數上看7萬6000人，剖腹
產率逼近四成，一樣打破歷史新高紀
錄。
根據台灣衛生署「健康局」的出生通

報資料顯示，島內剖腹產率由2003年的
33.7%逐年上升，到了2009年達到

36.2%、2010年更高達37.2%。專家預
估，今年可能一口氣突破4字頭，超過
40%以上。
專家指出，合理的剖腹產率應該在

25%至30%之間，台灣人剖腹產的比率
之高、增幅之快，叫人吃驚。他強調，
剖腹產的風險明顯較自然產高，因為只
要手術開刀，就會增加包括骨盆腔沾
黏、剖腹產疤痕妊娠等相關風險，因
此，除非必要，否則最好以自然產為
主。

龍年效應 台剖腹產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馬英九昨
（20）日表示，為了鼓勵民眾多多運
動、遠離肥胖，未來會繼續推廣運動中
心的建設，他希望未來全台能有超過50

個運動中心，特別是幾個比較鄉下的地
方，讓民眾能更方便運動。此外他也提
醒民眾，體重的節制也要靠飲食，運動
雖然有限，但努力的空間還是很大。

馬籲全民運動 盼全台蓋50體育場

據中通社20日電 相逢自是「有
緣」，還是神明自有安排？台灣板橋警
方18日傍晚在中和區廟宇樂天宮門外埋
伏，成功將涉嫌盜竊慣犯梅國興（45歲）
抓捕，更意外抓獲另一名同因盜竊而遭
警方通緝的男子莊源斌（43歲）。
現場消息稱，警察抓賊的戲碼吸引不

少附近居民圍觀，莊源斌亦在現場圍
觀，眼見「行家」失手被擒，莊男竟失
聲大笑。卻未料笑聲引起郭姓警員注

意，暗查之下發現他竟是通緝犯，當場
將一臉笑意的莊男擒下，這一次，輪到
其他圍觀者大笑。
巧合的是，梅、莊兩人同是緬甸台

僑，返台後不務正業，淪為竊匪，同樣
篤信「孚佑帝君」呂洞賓，因此才會在
同一時間約會友人在供奉「孚佑帝君」
的樂天宮會面，卻未料雙雙落網。慧眼
識破賊蹤的警員郭宏朗笑稱：「果真難
逃神明法眼！」

笑「行家」失手被捕 通緝犯同落網

國民黨九月改選中常委
強調清廉

寶 島 快 訊

據中通社20日電 一年吸引380萬人次
參訪的台北故宮博物院，被指非法驅趕哺
乳媽媽，引發台灣民眾不滿，聲言將發起
網友前往台北故宮集體哺乳以表達不滿；
當地衛生部門19日就此表示，故宮已涉違
法，將介入調查。
初為人母的曾小姐 1 9 日在臉書

(Facebook)表達不滿，指日前帶7個月大的
兒子同遊故宮時，在展覽室外哺乳。「我
有穿布袋式哺乳衣，僅兒子兩條腿露外
面」，但一名女性工作人員走過來，口氣

惡劣連說兩次「妳這樣非常不雅觀」，要
求她去地下室哺乳。曾小姐只好離開現
場，但卻未找到哺乳室。曾小姐直指故宮
方面十分無理。
台灣衛生部門稱，依《公共場所母乳哺

育條例》，婦女在公共場所哺乳，任何人
不得驅趕或妨礙。當局指，故宮人員的行
為或涉違法，該故宮人員與故宮可各被處
6,000元(新台幣，下同)至30,000元罰款。
此外，哺乳室若標示不清，該場所可再被
加處6,000元至30,000元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社交網站臉書
(facebook)幾乎已成為時下都市人的「生活必
需品」，但其中資訊卻真假難辨。日前有人
冒用台電前董事長陳貴明的身份在臉書上表
達意見，遭控告「偽造文書」罪。但台北地
檢署認為，臉書中的「粉絲專頁」的名稱只
是申請人的「招牌」，未規定要以當事人名
義申請，19日以不起訴結案。
利用臉書登記作「山寨名人」已不是新鮮

事，台灣「行政院長」陳 早前遭網友冒用
身份在臉書成立「陳 粉絲團」，該「山寨
陳 」不時透過臉書針砭時弊，指導政務，
一度讓民眾信以為真。後來在政府出面溝通
後，「山寨陳 」主動撤除了這個臉書專
頁，才使事件告一段落。此外，在台灣財經

界極具威望的「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亦
由網友自發成立多個專頁。

冒名人開臉書 或涉民事
原來，自馬英九在去年的選舉工程中推出

臉書專頁並大受好評，不少政經界人士開始
使用臉書與大眾溝通，「山寨名人」事件才
一一被揭發。台灣當局表示，雖然政府一般
沒有追究網友假冒名人發言的法律責任，但
不代表網友在網路上的言行不受規範；曾有
網友假冒人事行政部門，發佈颱風天停止上
班上課的資訊，遭政府追究「擾民」的刑事
責任。
台灣法律界人士坦言，在臉書上擅自成立

知名人士的粉絲專頁是否觸法，目前仍存灰

色地帶。有從事網路犯罪的檢察官指出，就
算不構成刑事犯罪，恐怕也會涉及民事侵權
行為，建議民眾小心使用名人的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TVBS報道，台
塑創辦人王永慶元配王月蘭遺產爭議，除
了王家二、三房，又有人跳出來喊話，他
是王月蘭娘家侄孫張啟鴻，他批王文洋愛
錢勝過愛大媽，儘管王文洋律師李永然希
望大家尊重王月蘭遺願，但張啟鴻仍表
示，不排除尋求法律途徑，追查王月蘭死
因和遺囑真實性。
「遺囑的內容似乎都是同一個人的字

跡，而且我們懷疑(王)郭月蘭在遺囑上所
用的遺囑內容，不是(王)郭月蘭所能夠想
像，所能夠寫的內容，所以我們合理的懷
疑，這個內容都是王文洋先生自己一手自
導自演。」
張啟鴻直接開炮，不只有針對這場遺囑

開封記者會，更對王文洋一再向外界宣稱
跟大媽感情好，感到不以為然。張啟鴻表

示：「合理懷疑王文洋是不是因為遺產的
問題，而把(王)郭月蘭治療過程，讓我們
娘家不甚了解，我們合理懷疑這死因很不
單純。」他又批評王文洋在王永慶死後，
就限制娘家親屬探視王月蘭，連死訊都沒
通知，還大量轉移王月蘭名下財產。

據中通社20日電 繼民進黨在剛過去的星期
天進行中常委選舉之後，國民黨也將在9月1日
選出新一任中常委。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20日
張貼選舉公告時鼓勵大家踴躍參選，並強調
「一定要注意清白、清廉、端正選風，所以一
定要不收禮、不送禮、不請客、不換票，完全
遵守端正選風的基本原則來參選。」
對於媒體報道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子連

勝文、吳伯雄之子吳志剛都有意角逐中常委，
林中森說「這是好事」，非常歡迎。不過，連
勝文方面則不予證實。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18日召開的中常會上表

示，中常委通過端正選風實施要點，這是非常
重要的，尤其是對照民進黨日前中執委、中常
委選舉的買票、黑道介入等傳聞，外界已有很
多評論，他就不再多說。

臉書身份難辨「山寨陳 」指導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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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陳 」在臉書就政事侃侃而談，引

來「粉絲」熱議。 網上截圖

■陳水扁出庭應訊。 中央社

■台灣對大陸成衣產品作出「大鬆綁」。圖為安徽一間出口紡織企業。 資料圖片

■張啟鴻秀出與王月蘭生前的合照。

網上圖片


